


 

 

 

 

 

 

校長的話 

P.1 

教務篇 

P.3 

學務篇 

P.4 

國際篇 

P.7 

 

 

  

 



1 

 

夢想起飛的地方-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位於宜蘭市中心，交通及生活均相當便利，近年以穩健的腳

步快速發展，過去連續九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也獲教育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補助5,424萬元，為宜花東大學最高，為國內素負盛名的教學卓越大

學。工學院與電機資訊學院各學系皆通過IEET國際工程教育認證，畢業學歷受

到國際認可；2018《遠見雜誌》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調查，宜蘭大學名列全國

綜合大學前20名，107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也高於國立大學平均值，是您最佳的

選擇。 

國立宜蘭大學近年來在學校發展的各面向，都有長足的進展；在校區開發

方面，斥資2.1億元新建神農校總區學生活動中心，預計今(108)年6月完工，此

外，校總區之招商區、半戶外多功能運動廣場及電資學院擴建等新建工程，以

及城南校區各式實習場域遷建及創新育成中心等新建工程陸續進行中；未來預

計投入5.5億元校務基金，於校總區興建900床套房式寢室之學生宿舍；五結校

區校舍工程已全部完工並進駐完成，近期內將由福昌集團提報BOT案；實驗林

場已著手規劃設置「野生動物研究中心」，未來將以蛇類研究與蛇毒生產、應

用為主要特色。 

在國際交流方面，本校與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商學院 (UMD) 簽

署 3+2 計畫，5 年取得宜大學士學位+UMD 碩士學位；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 簽署雙聯學制、人文及管理學院與福州大

學亦簽訂「雙聯學制合作備忘錄，雙方學校學生在兩校修業期滿及修畢所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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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課程並完成論文後，可分別獲得國立宜蘭大學及福州大學所授予之碩士學

位。目前本校國外姊妹校總數量為94所，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法國、波蘭、愛爾蘭、匈牙利、俄羅斯等歐美國家，以及中國大陸、韓國、日

本、泰國、印度、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亞洲各國，鼓勵學生積極

參加學位合作專案，以擴大國際視野與提升國際職涯力。 

在各項重要競爭型補助計畫，宜蘭大學皆有亮眼的表現，如：農委會補助

設置「東臺灣生物資源檢驗平台」、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

畫」、「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大學招生專業化計畫」等，提升學校能

量；在校區開發方面，在產官學合作方面，與國家實驗研究院、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宜蘭縣政府、台灣無人機發展協會等各機關及多家企業簽訂合作備忘

錄，共同推動各項人才培育計畫與研究計畫；107年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

總補助經費2億2,269萬元，較106年增加19%，每案平均補助經費亦較106年成

長5.5%。 

本校為鼓勵優秀大學部新生就讀，訂有優渥的獎助學金辦法，最高可免繳3

年學雜費。歡迎您加入國立宜蘭大學，創造精采生活，夢想在此起飛！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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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大學 108 年繁星錄取生 Q&A 

 

國立宜蘭大學總機：03-9357400 

註冊、選課問題：分機 7091 

住宿、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問題：分機 7148 

國際交流問題：分機 7260 

招生相關問題：分機 7308、7078 

 

教務篇 

Ｑ：學雜費如何收費？ 

Ａ：本校 108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原則與 107 學年度相同，待教育部審核後，依收費

標準收費。107 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大一至大四）學雜費收費標準如下：人文及管

理學院 22,827 元、工學院 26,302 元、生物資源學院 26,086 元、電機資訊學院 26,302

元，4 月下旬寄發之新生註冊須知會詳列繳費日期及方式(轉帳、超商繳款等訊息)。 

Ｑ：註冊時間及流程為何？ 

Ａ：請參考附件「108 學年度新生註冊相關日程表」，確定日期將詳載於 4 月下旬寄發之新

生註冊須知。 

Ｑ：選課時間及流程為何？ 

Ａ：以 107 學年度為例： 

一、新生網路初選時間為 107 年 8 月 20-24 日，8 月 31 日可上網查詢初選結果。 

二、網路加退選時間為 107 年 9 月 7-21 日(約開學後第 1-2 週) 相關確定時程以 4 月下旬寄

發之新生註冊須知所附資料為準。 

Ｑ：入學前，是否可以先行選修課程？ 

Ａ： 

一、免修：依本校「學士班學生基礎課程免修辦法」規定，本校學生參加台大基礎學科認

證考試(微積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學)，成績達通過標準，可申請免修。符合申請條件

之學生，應於入學當學期網路加退選截止日前，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向註冊課務組提

出申請，英文課程另依本校「學生免修英文課程辦法」辦理，透過第三方認證考試，

除可先通過畢業門檻外、尚可能免修一至三門英文課程。 

二、預修：本校將於寄發新生註冊須知時一併提供北二區夏季學院報名及課程相關資訊，

學生可於入學前修習夏季學院(基礎及通識教育課程)，成績計入第一學期、及格課程可

認抵本校課程學分。 

三、先修課程抵免暨認證考試免修：本校大一新生參與「準大學生先修課程聯合認證平

臺」開設之課程或考試，成績符合本校學系抵免或免修規定者，可持相關證明於入學

當學期網路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學分抵免或課程免修。相關內容以 4 月下旬寄發之新

生註冊須知所附資料為準。 

※國立宜蘭大學 108 學年度新生註冊相關日程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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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篇 

Ｑ：學生宿舍申請及相關辦法？ 

Ａ： 

一、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規定，住宿優先順序如后：  

(一) 低收入戶(依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持有證明者，但有公

共安全顧慮者不在此列）。 

(二) 中低收入戶。 

(三) 大學一年級新生(原住民、離外島生優先)、境外生。 

(四) 助理管理員、宿舍聯誼會、環保人員。 

(五) 轉學生、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博士班一年級新生。 

(六) 前ㄧ學年第一學期曾獲得書卷獎學生。 

(七) 運動績優生。 

(八) 續住生依住宿成績高低、依序遞補。 

二、登錄流程： 

    請由本校首頁新生資訊→住宿→宿舍申請網頁→進入『新生住宿申請系統』登錄(預訂

108 年 8 月初登錄)。 

三、住宿費收費、免收及補助標準： 

(一) 收費：每學期每人 9,500 元，寒、暑假短期住宿每日每人 80 元。 

(二) 免收：低收入戶。 

(三) 補助：中低收入戶每人每學期補助 3,000 元。 

四：有關學生宿舍相關網頁：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生活輔導與軍訓組→學生宿舍 

     (https://niuosa.niu.edu.tw/files/11-1004-564.php) 

Ｑ：獎學金種類有哪些？可以從何得到資訊？ 

Ａ：本校獎學金依經費來源分為校內獎學金、校外獎學金。 

一、校內獎學金之收件、審核及獎學金核發皆由學校內部自行作業。 

二、校外獎學金則依提供單位規定，備齊各項證明文件，向學校或提供單位逕行申請。 

獎學金種類繁多，各位同學申請獎學金時務必詳閱公告內容，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資

料，本校所有獎學金申請資訊，均公佈於學務處網頁/獎助學金項下，請同學上網查閱。網

址：http://bit.ly/2FpuNlF 

 

 

 

 

 

 

 

https://niuosa.niu.edu.tw/files/11-1004-564.php
http://bit.ly/2FpuN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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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校內是否有工讀機會？ 

Ａ： 

有工讀機會！ 

一、校內工讀皆由各工讀任用單位自行遴選任用本校在學學生工讀。 

二、尋找校內計時工讀：可至學生事務處網站進入校內外工讀，查知校內各工讀任用單位

及其當年度分配經費額度以及使用情形。 

三、如遇突發事故致經濟陷入困境，可請生輔與軍訓組協尋工讀機會（但須視各工讀任用

單位有餘缺）。 

Ｑ：減免學雜費資格及相關時程為何？ 

Q1：何種身分資格者，可申辦就學優待減免(各類學雜費減免)？ 

A1：凡具有軍公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生、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低收入戶

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及孫子女、原住民籍學生等身分者。 

Q2：同時符合多項減免身分者，或符合其他政府機關相關就學優待補助者，是 

否可重複申請？ 

A2：依教育部之規定：不可重複申請，請擇一、擇優辦理。 

Q3：須具備哪些證明文件才可申請減免？是否要提出書面申請？ 

A3： 

一、各類相關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本。另須填寫減免申請表及相關附件黏貼表格一併送交。

二、)一定要。 

Q4：申請學雜費減免，是否有規定期間限制？ 

A4：有。依教育部規定，應於就讀學校所定申請期間內(每學期末公告)，向就讀學校提出。

據此，請依公告規定期間內申辦完成；逾期者，恕不受理。 

Q5：學雜費減免申請期間及方式？ 

A5： 

一、定時： 

舊生：每學期末(約 5 月及 11 月中旬起一個月)公告於生輔與軍訓組網頁並受理收件。 

新生：獲得教務處公告學號及電子郵件起至繳費期限前 3 天。 

二、定點：至本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學雜費減免網頁登錄後，

再列印書面資料提出申請，交至生活輔導與軍訓組李輔導員收，無提出書面申請者，即

不具減免資格且不予補助。 

Q6：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申請期間及方式？ 

A6： 

一、定時： 

舊生：每學期末(約 5 月中旬起一個月)公告於生輔與軍訓組網頁並受理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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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獲得教務處公告學號及電子郵件起至繳費期限前 3 天。 

二、定點：至本校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弱勢助學金網頁登錄後，

再列印書面資料提出申請，交至生活輔導與軍訓組李輔導員收，無提出書面申請者，即

不具減免資格且不予補助。 

Q7：若有相關問題可洽那位承辦人詢問？ 

A7：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本案承辦人： 

一、日校：生活輔導與軍訓組李輔導員（辦公室位於體育館二樓）、聯絡電話：03-

9317149、電子郵件信箱：dslee@niu.edu.tw 

二、登錄程式下載、申請登錄疑問、申請表列印問題、系統維護：圖資館系統設計組（辦

公室位於圖資館一樓）張先生 03-9317134、電子郵件：changck@niu.edu.tw 

Ｑ：就學貸款相關資格及相關時程為何？ 

Ａ： 

一、申請資格： 

(一) 家庭去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 114 萬元以下者當學期貸款免利息。 

(二) 家庭去年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 114 萬元以上至 120 萬以下者當學期貸款利息需自付

一半。 

(三) 家庭去年綜合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 120 萬元以上者，需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妺計二人

以上就讀主管機關立案之國內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且當學期貸款利息需全額自付。

註：目前就學貸款利率為 1.15%。 

二、申辦時間 

   本校每學期申辦完成註冊的時間： 

   上學期暑假 8 月 10 日起至 9 月學校開學前一週（星期三）前完成。 

   下學期寒假 1 月 15 日起至 2 月學校開學前一週（星期三）前完成。 

   註：因故未於期限完成申辦註冊或其他原因者，請速洽就貸業務承辦人。 

三、相關就學貸款問題及資訊請參閱學生事務處就學貸款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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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篇 

Ｑ：我有哪些出國研習的機會？ 

Ａ：  

宜大學生擁有多樣化的出國研習機會，各類管道如下： 

一、短期交流型活動，如：姊妹校寒暑期營隊及課程等。 

二、短期專業型活動，如：共教共學國際課程、海外企業機構實習、海外學術研習、國際

競賽、國際研討會、國際志工等。 

三、中長期研修管道，如：交換學生計畫、自費研修計畫、學位合作計畫、訪問學生計畫

等。 

Ｑ：出國研習有獎補助嗎？ 

Ａ：  

有！本校針對上述管道，提供豐富的獎補助辦法，鼓勵學生跨出國界、擁抱世界。 

相關資訊請參閱本處網站：https://oia.niu.edu.tw/bin/home.php 

獎補助單位 獎補助項目 

宜蘭大學 

交流型補助 

專業型補助 

出國研修獎補助 

教育部 出國研修補助(如學海飛颺、惜珠) 
 

Ｑ：準宜大新鮮人好康優惠為？ 

Ａ：  

凡已報到之宜大新鮮人，當年暑假參加姊妹校之暑期營隊或課程，皆有補助！ 

請關注國際處官網或粉絲頁，欲報名者請與本處承辦人-張小姐聯繫。 

Ｑ：什麼是短期交流型活動? 

Ａ：  

由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日本、韓國、泰國及大陸地區等姐妹校舉辦的各類寒暑期

語言學習、文化體驗營隊或專業課程。時間約 1~5 週，參加學生自付機票、學費、食宿、

保險及生活費等，住宿通常為學校宿舍或寄宿家庭。 

Ｑ：什麼是短期專業型活動? 

Ａ：  

此類型活動管道相當多元，最主要幾項如下： 

一、由老師推薦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學術論文。 

二、由老師帶隊前往海外參加國際學術競賽。 

三、與姊妹校師生進行共教共學國際課程，並有機會互訪彼此校園。  

四、由各系師長規劃並帶學生至海外學術機構或相關企業實習 

五、由本校教師帶領出國提供專業領域志工服務，或通過機構徵選成為海外志工。 

上述管道出國期間視該項目期程而定，學生通常須付機票、食宿、生活、保險等費用，研

https://oia.ni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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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學術競賽須支付註冊報名費。 

Ｑ：成為交換學生的條件？ 

Ａ： 

一、具本校學籍之日間學制學生（非中華民國籍學生可參加交換學生甄審，但不得交換至

其原屬國家境內之學校）。 

二、大學部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為全班前百分之六十。  

三、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為 75 分以上，在校期間無重大違紀事件。  

四、擬申請之學校如有其他資格要求(如語文檢定證明)，依該校要求辦理。 

Ｑ：可交換的國家有哪些？  

Ａ： 

目前與本校進行交換學生計畫之姊妹校分布在 9 個國家(波蘭、法國、日本、韓國、中國、

泰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共計四十多所學校，每年可提供進行交換名額約六十多個。

如 107 年度赴波蘭、日本、韓國、中國等姊妹校交換生共計有 30 名，其中有 21 名獲得校

內獎補助，有 6 名獲得教育部及歐盟獎學金。 

Ｑ：交換生須付哪些費用？ 

交換生的優勢在於繳交宜蘭大學學雜費，即可赴姊妹校享受當地學習環境與資源，無須繳

納該校學雜費。學生須自付機票、食宿、保險及生活費等。 

Ｑ：什麼是自費研修計畫？ 

Ａ：本校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及法國西部天主教大學簽訂自費

研修計畫，學生可申請至該校修習課程，課程成績通過標準者可獲得學分或研習證明。 

Ｑ：成為自費研修生的條件？  

Ａ： 

一、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學士班平均在校成績 GPA 達 3.0，英文能力 TOEFL 80 或

IELTS 6.5 分。 

二、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學士班平均在校成績 GPA 達 2.5，英文能力 TOEFL 61 或 IELTS 

5.5 分。 

三、法國西部天主教大學：此校為語文研修課程，無學業及英文能力限制。 

Ｑ：自費研修生須付哪些費用？ 

自費研修生須負擔該校學費、機票、食宿、生活及保險費等。三所姊妹校預估費用如下： 

一、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學士班每學季約美金 9,225 元(含申請費、學費、保險、學生

服務費、書籍等雜費)。 

二、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學士班兩學期合計約美金 20,822 元(含學雜費、保險、住宿書

籍、生活費)。 

三、法國西部天主教大學：學士班每學期約歐元 5,495 元(含學費、保險、寄宿家庭住宿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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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有出國唸學位的機會嗎? 

Ａ：有! 

●本校已與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UMD)簽署 3+2 計畫(宜大學士學位+UMD 碩士學

位)以及 1+1 計畫(宜大碩士學位+UMD 碩士學位) 。申請條件有兩項： 

一、在校學業成績：平均達 3.0 以上(GPA 4.0 制) 。 

二、英文能力：大學部 TOEFL 80 或 IELTS 6.5；碩士班 TOEFL 84 或 IELTS 6.5。 

三、每年預估費用(含學雜費、書籍費、保險、住宿、生活費）： 

（一）大學部：約美金 28,266 元。 

（二）碩士班：約美金 34,578 元。 

●本校森資系亦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簽訂雙聯學制－森林學 2+2 學位學程，申請條

件有兩項： 

一、 修畢並通過本校所開與本學程相關的所有課程，取得所有學分。 

二、 英文能力須達 TOEFL 90 分(聽讀不得低於 22 分、說寫不得低於 21 分)；或 IELTS 6.5

分(個項目不得低於 6 分) ；或其等同英文能測驗的成績。 

三、 每年預估費用約加幣 57,760 元(含學雜費、書籍費、食宿、生活、保險費等)。 

●本校人文及管理學院與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簽訂 1+1 雙聯學制。申請條件： 

一、 碩、博士班第二年開始前得以學業成績及研究成果等學術資格申請獲錄取本雙聯學

制。 

二、 畢業學分及畢業論文規定應符合對方學校之相關要求與規定。 

三、 學費：5460 元人民幣/年，住宿費：每人約 1020~1300 元人民幣/年(教材費等其他費用

根據具體情況和學校規定繳納。 

Ｑ：出國進行中長期研修，住宿如何安排？ 

Ａ：赴姐妹校之交換生、自費研修生或學位生，多數選擇住學校宿舍，若該校無宿舍，學

校會協助提供寄宿家庭或租屋資訊。 

Ｑ：想了解更多國際化活動資訊，如何查詢？ 

Ａ：請至本處網站或 FB 粉絲頁（https://oia.ni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facebook.com/niu.oia/），掌握最新消息與國際接軌！ 

亦可洽詢本處承辦人：張宏羽小姐（hychang@niu.edu.tw；03-9357400#7182） 

 

 

 

https://oia.niu.edu.tw/bin/home.php
https://www.facebook.com/niu.oia/
mailto:hychang@ni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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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註冊相關日程表 

(實際日期將詳載於 4月下旬寄發之新生註冊須知) 

日期 星期 項目 

108 年 4 月下旬  
寄發繁星錄取生新生註冊須知 

陸續啟動基礎課程免修及預修活動 

108 年 5 月初(暫訂)  開放查詢學號 

108.05.13-05.17 

(暫訂) 
一-五 至「新生整合登錄系統」登錄「學籍簡表」 

108.07.04(暫訂) 四 

寄回學籍簡表、高中畢業證書影本(加蓋原校證
明章)、其他證明文件(僅特殊身份學生)至本校註
冊課務組 

108.08.12-08.14 

(暫訂) 
一-三 

至「新生整合登錄系統」依序登錄「學生生活綜
合資料表」、「登錄宿舍」、「學雜費減免」、「就學
貸款」、「役男兵役調查表」 

108 年 8 月下旬  網路初選 

108 年 8 月下旬  上網列印繳費單 

108.09.02 (暫訂) 一 新生親師座談會 

108.09.03(暫訂) 二 繳費期限：108 年 9 月 3 日下午 3 時 30 分前 

108.09.03-09.04 

(暫訂) 
二-三 新生入學輔導 

108 年 9 月中旬  網路加退選 

108.09.09(暫訂) 一 開學日 

108.09.18(暫訂) 三 新生體檢 

108.09.20(暫訂) 五 學分抵免申請截止日 

※如有註冊、選課問題，請洽詢 03-9357400 分機 7088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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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學校位置圖 

 

 
 台鐵 

可搭乘台鐵至宜蘭火車站下車後，搭乘計程車、公車或步行約 15分鐘，

即可抵達本校。 

 國道客運 

可搭乘國道客運至宜蘭轉運站下車，搭乘計程車、公車或步行約 15分

鐘，即可抵達本校。 

 自行開車 

由國道 5 號(蔣渭水高速公路)宜蘭交流道(38k)下高速公路後，沿高速

公路下之平面道路 （縣 191 甲）直行，至縣民大道二段路口右轉直行

接嵐峰路，行至進士路口右轉直行約 500 公尺即達本校。 

 GPS衛星導航 

北緯 24.746111；東經 121.749167 

 市區公車(小巴士) 

前往轉運站、火車站搭乘地點如下 

1. 751(宜蘭轉運站－普門醫院)：伯朗咖啡館對面搭車 

2. 753(宜蘭轉運站－雙連埤)：伯朗咖啡館對面搭車 

3. 771(大福路口─宜蘭後火車站─金六結)：伯朗咖啡館前搭車 

4. 772(新生國小－縣政中心)：伯朗咖啡館前搭車 

 

附件二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聯絡資訊

2604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www.niu.edu.tw

Tel：03-9357400 ｜ Email:niuga@niu.edu.tw

招生諮詢專線：03-935-7400 分機 7078、7308、7095 ~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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